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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厂峪金矿床的数字矿床三维模型构建

与空间展布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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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厂峪金矿床的围岩为斜长角闪片麻岩和角闪岩类岩石，其遭受动力变质后形成片岩带与矿体密
切相关。以探矿者软件为工作平台，建立了该矿床的三维数字矿床模型。通过收集和整理研究区的地质

图、地形图、勘探线地质剖面图、钻孔柱状图，建立地质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区域地质背景，

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和控矿要素，构建主要控矿地质体的三维实体模型。从模型中清晰可见矿体主要赋存在

片岩带中，且严格受构造控制，呈脉状产出，从而证实了三维数字矿床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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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模型是找矿实践和资源评价实践中发展

起来的，被认为是矿床发现和资源评价的钥匙和

基石，一直备受矿床学家和资源预测评价专家重

视。一般矿床评价模型包括矿床成矿地质环境、

矿床地质特征和找矿标志等。三维数字矿床模型

是利用地质填图测量、矿床勘探实际资料开展各

地质要素三维建模，建立三维空间图形数据库，

形象表达三维矿床模型特征。研究三维矿床模型

主要包括区域成矿环境模型、矿床地质特征、综

合信息找矿标志、品位吨位模型等［１］。

河北金厂峪金矿床是我国重点黄金产地之一，

也是华北地台北缘最大的金矿床［２］。危机矿山找

矿项目启动以来，重视矿床的综合评价，通过综

合信息找矿，在地质勘查中发现了矿化连续性好

且品位高的金矿床，体现了综合信息找矿在实际

矿产勘查中的作用。因此，开展三维数字矿床模

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可以更好的

指导找矿预测工作［３－６］。本文以中国地质科学院

自主研发的 Ｍ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ｅｒ软件为依托，进行了河北
金厂峪金矿床三维数字矿床模型的构建。

１　矿区地质概况

金厂峪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地台东

北缘燕山期陆内褶皱造山带。矿区地层为冀东太古

界八道河群王厂组，主要岩性为透辉斜长角闪岩和

混合岩化长英质条痕斜长角闪岩。斜长角闪岩经原

岩恢复为海底中基性火山喷出岩。矿区内构造发

育，构造形迹比较复杂，可划分出 ３次较大构造
期：早期的迁西运动形成ＥＷ向构造，因后期构造
的改造，其形迹保留极少。中期的阜平运动形成近

ＳＮ向构造，在矿区内形成了一组紧密褶皱和挤压
应变带，受后期地质事件作用的影响，使其呈ＮＮＥ
向展布。本期构造是控矿和成矿的主要构造，在

构造应力集中区内，形成了一套片理化岩石，由于

分异和压熔作用，使其组份发生运移，硅、钠、金

沉淀并富集在片理化带内而形成金矿床。晚期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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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运动形成新华夏系构造———由一系列走向 ＮＮＥ
的压扭性断裂带以及走向 ＮＷ的张扭性断裂带共
同组成，并对前期的构造进行叠加、复合、改造［７］。

矿区北西部和东部出露有少量燕山期奥长花

岗岩体，在矿区中部出露的只有脉岩相的岩石

（图１），从超基性到酸性脉岩均有发育。与成矿
关系密切的是花岗斑岩脉，被后期石英脉交代后

可形成工业矿体。

金厂峪金矿床矿化带主要由绢云母片岩、绿

泥石片岩以及分布在其中的长英质脉体组成，称

之为含金石英复脉带，整个矿区从西向东划分０、
Ⅰ、Ⅱ、Ⅲ、Ⅳ、Ⅴ共６条含金石英复脉带。矿体
的产状依其所在构造部位变化而变化，总体呈上陡

下缓，倾向依其所处部位变化。矿体沿走向、倾向

均有分枝、复合、膨胀、收缩、平行或雁行状排列

等特征。地表与ＤＥＭ复合显示如图２所示。

图１　金厂峪矿段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１—第四系；２—奥长花岗岩系；３—英云闪长岩系；４—斜长角
闪岩；５—磁铁石英岩；６—含金石英脉矿体；７—断层；８—脆
韧剪切带；９—韧性剪切带；１０—地质界线

２　三维数字矿床模型的构建

２１　三维钻孔的建立
矿区数据资料收集的完整性及准确性都关系

到空间数据库的建立，也影响到三维模型是否符合

图２　金厂峪矿段地质图与地表ＤＥＭ复合显示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
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ｙ

实际情况［８－９］，因此充分收集原始资料是首要的任

务。为了表示空间三维模型，探矿者软件系统需

要３个方面的原始资料来建立矿区的钻孔三维模
型：（１）钻孔的空间总体位置信息，即钻孔的测量
数据，包括钻孔在三维空间的起点坐标（Ｘ，Ｙ，Ｚ）
以及钻孔的长度；（２）钻孔在空间的位置变化信
息，即钻孔在空间的倾斜方向和倾角，这两个关于

钻孔空间位置信息的资料描述了钻孔在空间的形

态；（３）对钻孔的操作及有关的地质描述，即采样
信息：包括采样位置、样品代号、分析结果、样品

长度，地质描述则是在充分了解钻孔的地质内容，

划分钻孔的地质界线，包括对岩性代号及地质代

号。然后按照软件中规范标准的格式生成钻孔数据

库，从而生成钻孔模型［１０－１２］（图３）。
２２　矿体三维模型的构建及空间展布规律分析

矿体的产状依其所在构造部位变化而变化，总

图３　金厂峪钻孔的三维模型
Ｆｉｇ３　３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ｈｏｌｅｓｉｎ

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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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呈上陡下缓，倾向依其所处部位变化［１３］。矿体

沿走向、倾向均有分枝、复合、膨胀、收缩、平

行或雁行状排列等特征。长度一般为５０～１５０ｍ，
最长达８９０ｍ，厚度１～６ｍ，最厚４０ｍ，矿体出
露标高为４１９ｍ，最低标高见于 －５７５ｍ。含矿性
最好的为Ⅱ、Ⅲ、Ⅴ脉带。以上各脉带之间相隔
２００ｍ左右，彼此贯通、联结、交汇，在垂深方向
上具有上述相同规律，但总体上向 ＳＥ倾，向 ＳＷ
侧伏，呈扇形分布。各矿化带的特征如下：

ＩＩ脉带：规模最大，是金厂峪矿段的主要脉
带。岩性以绢云石英片糜岩、绢云母－钠长石英片
糜岩和石英大脉为主，脉带沿走向连续长８９０ｍ，
宽１～４０ｍ，由地表向下延深在４００ｍ以上，出露
标高为３２０～－５７５ｍ，向南侧伏，它包含两个沿走
向呈平行状的共轭分枝脉体。主分枝倾向南东，呈

左行雁列；另一分支，倾向北西，呈右行雁列。

ＩＩＩ脉带：分布在ＩＩ脉带东面，受背斜东翼剪
切断裂带控制，含矿程度次于 ＩＩ脉带，剪切带以
绢云母－绿泥石片糜岩、钠长石英片糜岩为主，长
１０６０ｍ，最宽２０ｍ，倾向南东，倾角６０°～８０°。

Ｖ脉带：位于矿段最东侧，延长范围大，分
布于３２—４１线，长１５００ｍ，宽１７～７２ｍ，分布
标高为２２０～２０８ｍ，脉带延深达７００ｍ以上。脉
带受向斜东翼层间剪切滑动破裂带控制，倾向

ＮＷ，倾角８０°至直立。Ｖ脉带是主要找矿远景区
和新增资源／储量的重要地段。

各矿带大部分与褶皱的翼部层间剪切构造有

关，而ＩＩ矿体和Ｖ矿体受矿区深断裂的制约。上述
矿带均与脆韧性剪切带有关，空间上与之密切共

生，故矿化带以剪切脉岩带作为重要的指示标志。

根据本次收集到的地质剖面资料，建立了金厂峪

矿区ＩＩ脉带、ＩＩＩ脉带和Ｖ脉带的矿体模型（图４）。
２３　控矿地质体模型的建立及其三维空间的相对
特征关系

矿区地层为太古界迁西群上川组上段下部，主

要岩性为斜长角闪岩夹磁铁石英岩，西部出露角闪

斜长片麻岩。岩层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４０°
～７０°，局部产状有变化，倾角变陡，以至发生倒
转。矿体赋存在已受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的片岩带

中，所以主要对角闪岩和片岩进行建模，图５为矿
区围岩三维模型，图６为矿体与矿化带叠加显示，
图７为矿体与围岩的剖面显示。

图４　金厂峪矿段矿体
Ｆｉｇ４　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图５　矿区围岩三维模型
Ｆｉｇ５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ｏｃｋ

图６　金厂峪矿段矿体与矿化带 （片岩）的空间叠加显示

Ｆｉｇ６　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ｉｎ
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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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金厂峪矿段矿体与围岩剖面展示的空间关系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ｒｏｃｋ

ｏｆ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ｆｏｒｍ

断裂构造是控矿的基本因素，矿体分布受其

空间展布、形态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其三维

空间展布趋势对预测深部隐伏矿体有重要作用。

矿区内构造发育，其构造形迹比较复杂，依其叠

加和穿插关系从现存的现象中，大致恢复基本轮

廓，可划分出３次较大构造期［１４－１６］。早期的东西

向构造在后期的改造中基本被改造，只极少数构

造痕迹被保存。中期的南北构造为褶曲构造，受

后期地质事件作用的影响，使其呈北北东向展布。

本期构造是控矿、成矿的主要构造，在构造高压

区形成一套构造片岩，由于高压区的压熔作用，

使其化学成分发生了运移，Ｓｉ、Ｎａ、Ａｕ等组分集
中于内带并形成矿体。而晚期的华夏构造形迹明

显，对前期构造进行了叠加、复合和改造。以断

裂形迹显现，并有十几厘米至几米不等的断层角

砾岩和断层泥。依其相互关系分为５组，金厂峪
矿段内出现的主要为ＦＶ组断裂，走向３５０°～１０°，
倾角东或西，倾角大于７０°，长１０～６０ｍ。断裂叠
加在脉带和矿体上，对矿体的完整和连续性有破

坏作用，同时一些低序次的羽状剪切裂隙中又使

一些含金黄铁矿重新集中，使金进一步富集，这

对矿体来讲又是有利因素。图８为金厂峪矿段断
裂构造与矿体叠加图。

２４ 综合找矿预测模型的构建与空间展布规律分析
矿体严格受构造控制，呈脉状产出。矿床的

围岩为斜长角闪片麻岩和角闪岩类，这些岩石遭受

图８　金厂峪矿段断裂控矿构造与矿体的空间关系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Ｊ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动力变质后形成片岩带，且与矿体密切相

关［１７－１９］。金厂峪金矿床矿化带由绢云母片岩、绿

泥石片岩以及分布在其中的长英质脉体组成，称

之为含金石英复脉带 （简称含金复脉带），就矿体

而言，它们赋存在复脉带中的石英脉中。金多产

出在第 ３期含金石英脉中，此脉乳白色、质纯、
油脂光泽，富含黄铁矿的石英脉是富矿存在的特

殊标志。金的富集与黄铁矿化、绢云母化及钠长

石化等围岩蚀变关系密切［２０］。从本区控矿构造、

含金蚀变带和金矿体分布特点和规律看 （图９），
含金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３　结　论

通过使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自主

图９　控矿构造与矿体、围岩复合显示图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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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探矿者软件，对该软件有了更深一步的研

究，整理收集到的钻孔资料，并在软件中生成钻

孔数据库，从而在软件中划分出勘探线，生成剖

面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各矿体的工业指标，进

行单工程矿体圈定，进而将圈定好的矿体轮廓线

放在三维空间中进行曲面连接，最终生成矿体实

体模型，并按照类似的方法构建本区各控矿地质

体实体模型。

矿体模型较为准确地反映了金厂峪金矿床的

空间展布特征，从地质体模型中清晰可见矿体主

要赋存在片岩带 （石英脉或含脉率高的绢云母片

岩石英复脉和绢云母钠长石石英复脉）中，同时

反映出构造对矿体和片岩带的控制作用。本文不

仅构建了金厂峪金矿床的三维数字矿床模型，同

时证明探矿者软件具有较全面的功能及建模方法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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